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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时代答卷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0月 21日致电新西兰新
任总督基罗，祝贺她就任新西兰总
督。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新西
兰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建交49年来，
中新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方合作创造
多项“第一”，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利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新双
方在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等方面开展了
富有成效的合作。我高度重视中新关
系发展，愿同基罗总督一道努力，秉持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加强对话、
交流和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不断取得新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

习近平向新西兰新任总督基罗致贺电
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本报记者 付爱农 程正龙

历史，总由一些关键节点来定格。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时

刻——2021年10月20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下称《纲
要》）发布。

这是一步关乎国家发展大局的关
键落子——成渝地区是我国西部人口
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
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

区域，在全国一盘棋新格局中具有独特
而重要的战略地位。

再扬云帆立潮头，更上层峰开新
天。

如今，随着《纲要》发布，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迈入全面实施新阶段，
开启高质量发展新航程。

聆听时代的呼唤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
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强调，要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
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使成渝
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
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同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审议《纲要》时指出，成渝地区要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维和一体化发展理念，

健全合作机制，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
样板，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重要增长极”“新的动力源”“高水
平样板”……字里行间，饱含着中央对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期许，为成渝地
区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大道之行，壮阔无垠。如何把中央
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下转5版）

（相关报道见4、5版）

潮涌巴蜀开新篇潮涌巴蜀开新篇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擘画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擘画打造高质量发展的““一极一源一极一源””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0月
21日，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创新项
目集中签约活动举行。市委副书记、
市长唐良智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

市领导熊雪等参加。
据了解，此次共签约先进制造

类、高技术服务类、大健康类科技创
新项目11个，总投资106亿元，包
括重庆先进病理研究院、中国海装
研究院、国家电投西部生态能源研
究院、三峡集团重庆生态环境技术
创新研究院、清研理工（科学城）创
新中心、重庆金融科技研究院、中德

莱茵产业创新中心、重庆（中德）未
来工厂研究院、西部（重庆）科学城
生物医药产业转化研究院、清安新
型储能科研院、非常规油气研究院
暨产业集群项目等。这些签约项目
瞄准未来产业需求，紧扣应用技术
研究，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将为科学
城建设集聚更多创新资源、吸引更
多创新要素、产生更多创新成果，助
力重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

市有关部门、重庆高新区、有关
高校、企业负责人参加。

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创新
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举行

唐良智出席

广阳湾智创生态城规划正式发布
构建“一岛一湾、三城一镇、两屏村居、九廊交织”融合发展的城乡空间格局

追本溯源：红岩精神是这样产生的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0月21日，
市政府新闻发布中心举行广阳湾智创生
态城规划发布会，正式发布广阳湾智创
生态城长江以南约115平方公里范围的
规划情况和未来蓝图。

根据规划，作为重庆中心城区城市
新名片之一和东部生态城的核心引领
区，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将紧扣“长江风景
眼、重庆生态岛、智创生态城”战略定位，

“两点”承载地、“两地”展示地、“两高”体
验地功能定位，在严格保护“一岛一心两
屏多廊”生态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规划构
建“一岛一湾、三城一镇、两屏村居、九廊
交织”城野互融共生、“城、镇、村”融合发
展的城乡空间格局，描绘现代版巴渝“富
春山居图”。

发布会上，副市长、广阳岛片区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领导小组副组长陆
克华介绍，市委、市政府作出规划建设广
阳湾智创生态城的重大部署，将广阳湾智
创生态城建设成为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示范区和先行区。

未来，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建设将聚
焦“生态优先”，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统筹推进岛、湾和“一江两岸”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修复；建立健
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着力发
展绿色低碳循环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南岸区区长、重庆经开区管委会主任
王茂春介绍了规划的具体情况。规划中
的“一岛”即广阳岛，10平方公里的广阳
岛将规划国际会议中心、大河文明馆、长
江书院等重点项目，承载国际交往功能，
并创建广阳岛生态文明创新中心。

“一湾”即广阳湾。广阳湾将集中开
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聚焦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布局金融科技城、
长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长江生态环境
学院，搭建区域性绿色金融、绿色技术交
易、多学科交叉创新、绿色设计等4处绿
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 （下转7版） 广阳湾智创生态城规划示意图。 （南岸区委宣传部供图）

湾区立南海 当惊世界殊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谱写“一国两制”新篇章

2版刊登

□本报评论员

近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明确提出“构建双
城经济圈发展新格局”，对打造区域协
作的高水平样板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和期望。

空间格局决定发展格局。《纲要》对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格局作了
明确规定：以发挥优势、彰显特色、协同
发展为导向，突出双城引领，强化双圈互
动，促进两翼协同，统筹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发展，促进形成疏密有致、集约高效
的空间格局。这一空间格局，充分考虑

了成渝地区的现实条件和特色优势，具
有很强的操作性，为我们构建双城经济
圈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指引，意义重大。

一子落而全局活。《纲要》作为“施
工图”，将实质性地推动国家重大战略
部署落地落实。全市上下要认真贯彻
落实《纲要》要求，把提升双城发展能
级、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促进双圈

互动两翼协同、分类推进大中小城市和
县城发展作为有效抓手，唱好“双城
记”，共建经济圈。

不断提升双城发展能级。《纲要》的
原则之一就是“双核引领，区域联动”。
优化重庆主城和成都功能布局，有利于
发挥双核引领作用，全面提升发展能级
和综合竞争力。对重庆而言，就要以建

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为统
领，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先行
先试，建设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
文化现代城市，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
业中心、西部金融中心、西部国际综合
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枢纽，增强国家中
心城市国际影响力和区域带动力。

（下转4版）

构建双城经济圈发展新格局要找准抓手
——论认真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①

弘扬红岩精神 奋进伟大时代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
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意见》指出，城乡建设是推动
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载
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构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坚持整体
与局部相协调，统筹规划、建设、管
理三大环节，统筹城镇和乡村建
设。坚持效率与均衡并重，促进城
乡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实现人
口、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协调。坚
持公平与包容相融合，完善城乡基
础设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坚持保护与发展相统一，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党建引领与
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相结合，完善群

众参与机制，共同创造美好环境。
《意见》提出总体目标：到2025

年，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建设方式绿色
转型成效显著，碳减排扎实推进，城
市整体性、系统性、生长性增强，“城
市病”问题缓解，城乡生态环境质量
整体改善，城乡发展质量和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明显提升，综合治理能
力显著提高，绿色生活方式普遍推
广。到2035年，城乡建设全面实现
绿色发展，碳减排水平快速提升，城
市和乡村品质全面提升，人居环境
更加美好，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美丽
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

《关于推动城
乡建设绿色发展的
意见》
扫一扫 就看到

从南山上俯瞰，蔚蓝天空下的城市秀丽多姿。近年来，我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越来越多（摄于8月17日）。 记者 苏思 摄/视觉重庆

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10月
21日，“西部国际传播中心”工作推
进研讨会在渝举行。与会专家就重
庆建设西部国际传播中心的任务、
路径等进行了研讨。这意味着西部
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全面提速。

今年3月，重庆在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
提出，建设西部国际传播中心，实施
城市营销行动，增强国际传播能力。

目前，西部国际传播中心正由
重报集团牵头推进。重报集团党委
书记管洪表示，接下来将从平台建
设和协作机制入手，着力推进西部
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实现内容、平台
到产业全面提升，努力推动重庆建
设具有较强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区域
性国际传播中心。具体而言，一是
搭建以重庆为核心，服务西部城市
的国际传播平台，即 Bridging

News（陆海财经）海外英文客户
端，力争通过3-5年建设，跻身国
家对外传播专业方阵。二是加强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三是建立西部国
际传播协作机制，与西部省市和市
区媒体及外事、文旅、商务等部门加
强协作。

据了解，重庆是全国较早成立
省级国际传播专业机构的城市，
2018年就成立了重庆国际传播中
心，建立了以 iChongqing为主的
三大媒体平台，及以智汇八方新闻
中心为核心的三大工作平台。截至
目前，iChongqing海外英文网站
和社交平台主账号群海外用户已达
738.5万，海外曝光量9.56亿次、互
动量1.01亿次。同时打造了《凯哥
日记》、海外大V拍重庆、《中国桥
都》、《轨道上的都市区》等一批国际
传播爆款。 （相关报道见7版）

西部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全面提速


